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30400445 號
有效期間：至民國 103 年 11 月底止

勞動部
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表
資料時期：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壹、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的相關評估：
一、請問您當初是從哪些管道得知相關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資訊？
(可複選，最多複選 2 項)
□1.政府相關單位的官方網站
□2.廣播電臺
□3.報章雜誌
□4.電視
□5.宣傳單、海報、看板

□6.親朋好友
□7.同事
□8.事業單位人事規章
□9.非政府單位網站
□10.其他（請說明：

）

二、請問您當初考慮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有考量哪些問題？
(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1.家中小孩無人照料
□2.育嬰津貼多寡
□3.對同事造成工作量增加之負擔
□4.由誰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5.工作年資中斷

□6.工作職缺被取代
□7.擔心被解雇
□8.擔心影響升遷
□9.家中經濟壓力
□10.其他（請說明：

）

三、請問您當初考慮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有沒有遭遇公司或上級長官以工作發展為
由變相阻擾？
□1.有

□2.沒有

四、請問您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有無計畫返回原事業單位(公司)任職？
□1.有

□2.沒有

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狀況及重返職場情形：
一、請問您最近一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非限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期間)
□1.未滿 3 個月
□2.3 個月~未滿 6 個月
□3.6 個月
□4.超過 6 個月~未滿 1 年
□5.1 年~未滿 2 年
□6.2 年
□7.超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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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事業單位(公司)主要採取人力因應措施？
□1.公司內部自行調整
□2.使用派遣人員
□3.僱用約僱或臨時人員

□4.進用正職之新進人員
□5.不知道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

三、如果政府沒有發放育嬰津貼，請問您會不會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1.會
□2.不會
四、如果未來有育嬰需求時，請問您會不會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1.會
□2.不會，主要原因為：(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1)改由配偶申請
□(2)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夠貼補短少的薪水
□(3)小孩已有他人照顧
□(4)擔心因此失去競爭力
□(5)擔心影響升遷
□(6)擔心工作年資中斷
□(7)擔心被調職
□(8)擔心被解僱
□(9)其他（請說明：
）
五、請問您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中，有無與雇主協商提前或延後復職？
□1.有協商提前復職

□2.有協商延後復職

□3.都沒有

六、請問您申請期滿後是否返回職場工作？
□1.是，返回到原事業單位(公司)
1-1.返回職場後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比較：
項目別
(1)職等

□①較高

返回職場後
□②不變

(2)薪資

□①較高

□②不變

□③較低

(3)工作量

□①較多

□②不變

□③較少

(4)工作時間

□①較長

□②不變

□③較短

□③較低

(5)請問您的考績是否受到影響？□①有 □②沒有 □③不知道
1-2.有沒有回到留職停薪前原來的工作職位？
□(1)有
□(2)沒有
(2)-1 沒有回到原來工作職位的主要原因？
□①因公司業務或組織調整，已無該職位
□②原工作職位已有人取代
□③自己主動申請職位調動
□④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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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請問您沒有回到原來職位是雇主(事業單位)單方決定或是雙方有事先協
調？
□①雇主(事業單位)單方決定
□②雙方有事先協調
(2)-3 請問您的新職位工作地點有無跨縣市改變？
□①有
□②沒有
(2)-4 請問您對新職位整體滿意度為：
□①非常滿意 □②滿意 □③普通 □④不滿意 □⑤非常不滿意
□2 是，返回原事業單位(公司)，不到 3 個月後轉職
2-1.請問您轉換工作的主要原因？
□(1)雇主在職務內容多有刁難
□(2)對工作環境不適應
□(3)同事間出現排擠
□(4)想從事工時較短或較彈性的工作
□(5)想從事工作責任較輕的工作
□(6)找到薪資較高或有升遷機會的工作
□(7)想轉換不同的工作內容
□(8)想自行創業
□(9)想轉換離家近的工作
□(10)雇主要求離職(或被原公司解僱)
□(11)其他（請說明：＿＿＿＿＿＿＿＿＿＿）
□3 是，但另謀他職（他職雇主不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的雇主）
3-1.請問您轉換工作的主要原因？
□(1)雇主無法提供恢復原職，無法接受職務調整而轉職
□(2)想從事工時較短或較彈性的工作
□(3)想從事工作責任較輕的工作
□(4)找到薪資較高或有升遷機會的工作
□(5)想轉換不同的工作內容
□(6)想自行創業
□(7)轉換離家近的工作
□(8)雇主要求離職(或被原公司解僱)
□(9)其他（請說明：＿＿＿＿＿＿＿＿＿＿）
□4.否，尚未返回職場
4-1.主要原因為？
□(1)還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實際申請截止日：＿＿年＿＿月
□(2)因個人因素不願回職場(如：生涯規劃等非家庭因素)
□(3)因家庭因素自願離開職場(如：照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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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雇主要求離職(或被原公司解僱)
□(5)無法接受職務調整而離職
□(6)因事業單位遷廠而離職
□(7)事業單位依法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
□(8)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轉讓
□(9)事業單位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供安置
□(10)其他(請說明：
)
4-2.請問您預計多久再回到職場工作(本題填答後直接跳答參、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前之就業狀況)
□(1)未滿 6 個月
□(2)6 個月~未滿 1 年
□(3)1 年~未滿 2 年
□(4)2 年~未滿 3 年
□(5)3 年以上
□(6)不再回到職場工作
□(7)目前尚未規劃
七、請問您育嬰留職停薪結束重回職場時間和原本申請比較？
□1.提前

□2.一樣

□3.延後

八、請問您重回到職場是否有工作適應困難？
□1.沒有困難

□2.有一點困難

□3.非常困難

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之就業狀況：
一、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的這個工作，已經做了多久？
□1.未滿 1 年
□2.1 年~未滿 3 年
□3.3 年~未滿 6 年
□4.6 年~未滿 9 年
□5.9 年以上
二、請問您的事業單位(公司)同意員工每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連續期間，最長可達多久？
□1.未滿 3 個月
□2.3 個月~未滿 6 個月
□3.6 個月~未滿 12 個月
□4.1 年~未滿 2 年
□5.2 年
□6.超過 2 年
□7.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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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的工作時間型態？
□1.全時工作者 □2.部分時間工作者(指較場所單位規定全時工作者
正常上班時數有相當程度縮短者)
四、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的平均每月薪資？
□1.
□2.
□3.
□4.
□5.

未滿 19,047 元
19,047 元〜未滿 2 萬元
2 萬元〜未滿 3 萬元
3 萬元〜未滿 4 萬元
4 萬元〜未滿 5 萬元

□6.
□7.
□8.
□9.

5 萬元〜未滿 6 萬元
6 萬元〜未滿 7 萬元
7 萬元〜未滿 8 萬元
8 萬元及以上

五、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的工作場所員工人數？(含外勞)
□1.4人以下
□2.5~29人
□3.30~49人
□4.50~99人

□5.100~199人
□6.200~249人
□7.250人以上

六、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職業類別？
職 類 別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例

舉

如廠長、經理等
如研究人員、醫師、護士、會計師、律師、
各類工程師、程式設計師、教師、記者、行
銷廣告公關及技術銷售專業人員、作家、演
員、藝術家等
如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究助理、設備
控制人員、品管技術員、仲介、行銷/業務
人員、會計助理員等
如會計事務、出納、人事、櫃台事務、總
機、收帳、文書處理等
如領隊、導遊、廚師、餐飲服務、美容美髮、
保全、消防、警察、模特兒、商店店長、店
員、售貨員等
如園藝、飼育、漁撈等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如營建有關工作人員、金屬、機具製造有關
工作人員、手工藝工作人員、電力及電子設
備裝修人員、食品、家具、成衣製造有關工
作人員等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如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生產線上組裝
（現場）人員、吊車、起重機等移運設備操
作人員、駕駛等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如清潔工、勞力工、搬運工、理貨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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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請說明)您的職務名稱_____________及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
七、請問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服務之事業單位所在縣市？(以工作地點填答)
1.□臺北市
2.□新北市
3.□宜蘭縣
4.□桃園縣
5.□新竹縣
6.□新竹市
7.□基隆市
8.□苗栗縣
9.□臺中市
10.□彰化縣 11.□南投縣
12.□雲林縣
13.□高雄市 14.□嘉義縣 15.□嘉義市
16.□臺南市
17.□屏東縣

18.□澎湖縣

19.□花蓮縣

20.□臺東縣

肆、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之認知 ：
一、請問您是否知道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7 條，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
申請復職時，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雇主不得拒絕？
(只要知道其中任何一項，就填選知道)
(一)、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者。
(二)、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轉讓者。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
，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
□1.知道
□2.不知道
二、請問您是否知道雇主因第一題所列各款原因未能使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復職
時，應於 30 日前通知之？
□1.知道

□2.不知道

三、請問您是否知道雇主因第一題所列各款原因未能使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復職
時，應依法定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1.知道

□2.不知道

四、請問您是否知道您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
雇主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1.知道

□2.不知道

五、請問您認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程序方不方便？
□1.非常方便

□2.方便

□3.普通

□4.不方便 □5.非常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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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協助措施，請問您知不知道及需求情形？

1.職業訓練資源

A
B
知不知道
有沒有需要
□(1)知道 □(2)不知道 □(1)有 □(2)沒有

2.就業服務資源

□(1)知道 □(2)不知道 □(1)有 □(2)沒有

項目別

3.提供法律諮詢及訴訟扶助 □(1)知道 □(2)不知道 □(1)有 □(2)沒有
4.除上列項目外，還有沒有需要其他的協助？
□(1)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2)沒有
七、請問您對於育嬰留職停薪政策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伍、受訪者基本資料 ：
一、請問您的年齡？
□1.15－19 歲
□2.20－24 歲
□3.25－29 歲
□4.30－34 歲

□5.35－39 歲
□6.40－44 歲
□7.45－49 歲
□8.50－54 歲

□ 9.55－59 歲
□10.60－64 歲
□11.65 歲以上

二、請問您的婚姻狀況？
□1.未婚
□2.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3.離婚、分居
□4.配偶死亡

三、請問您家中(同住)的成員有哪些？（家庭型態）
□1.三代同堂
□2.雙親家庭（父母、小孩）

□3.單親家庭
□4.其他（請說明：

四、請問您的子女有幾人？(可複選)
□1.未滿 1 歲之子女___________人
□2. 1 歲以上~未滿 2 歲之子女___________人
□3. 2 歲以上~未滿 3 歲之子女___________人
□4. 3 歲以上~未滿 6 歲之子女___________人
□5. 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子女___________人
□6. 12 歲以上之子女___________人
五、請問與您同住的家庭成員合計，每月的總收入大約是多少?
□1.未滿 19,047 元

□9.8 萬元〜未滿 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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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47 元〜未滿 2 萬元
□3.2 萬元〜未滿 3 萬元
□4.3 萬元〜未滿 4 萬元
□5.4 萬元〜未滿 5 萬元
□6.5 萬元〜未滿 6 萬元
□7.6 萬元〜未滿 7 萬元
□8.7 萬元〜未滿 8 萬元

□10.9 萬元〜未滿 10 萬元
□11.10 萬元〜未滿 11 萬元
□12.11 萬元〜未滿 12 萬元
□13.12 萬元〜未滿 13 萬元
□14.13 萬元〜未滿 14 萬元
□15.14 萬元以上
□16.不知道

六、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
□4.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

□5. 專科
□6. 大學
□7. 碩士及以上

七、請問您是否為主要家計負責人? (指實際主要負擔家庭生計者)
□1.是
□2. 不是
八、請問您的性別？
□1.男性

□2.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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